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兴存考析

魏建克 高尚斌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 私营商业在陕甘宁边区经历了地域性的独特发展过程, 在地区分

布、发展比重、商品种类和业务性质变化上反衬出边区政府追求发展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理念。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 边区政府实现了从放任自流 管理困境 到统一领导的发展转

型,使其成为边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彰显出私营商业战争年代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私营商业 发展变迁 政府管理

一 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以来, 私营商业  在陕甘宁边区已经作为了一个历史的存在。由于封建经济的落后

性,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天灾人祸, 使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微薄的农业收获,还不够

完粮纳税∀ # ;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经常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等灾害∀,可谓!十年九灾∀, !一
遇旱灾,真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颗粒不收∀。∃ 从而导致了!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和中国其他地

方的贸易和交通以及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交通,是最原始的和零星的∀。% 农村经济的封闭性和农

民购买力有限, 私营商业的发展领域只能蜷缩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 且以!进口一些洋布、化妆品、

玩具等外来奢侈品∀ &来换取当地的土特产、盐和皮货等,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地主豪绅、国民党高

官及其家属的需要。

(一)私营商业的起步与全面恢复( 1937- 1940年)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剿, 原本在个别地区∋存在的棉花种植、

采桑养蚕、家庭牧畜几乎完全停顿,使在个体家庭手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私营商业遭到了很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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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边区、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志杰)抗

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 ()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 6期) ;马军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

及其原因∗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 4期)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中第五章和第

十三章中对私营商业的研究。

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5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3页。

+美,马克( 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 1948年 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 商业贸易∗

第 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8页。

如延长、延川、固临东三县的棉花种植,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的采桑养蚕, 以及边区农户散养的牛、羊等,形成了棉织产

品、丝茧品、皮毛产品等的对外出口。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推动边区经济的发展, 实行了修养生息政策, 对商业经营也作了相当的

改变。1935年 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

告∗中指出:完全取消对苏区工商业的一切税收, !关税和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不仅苏区内的大小

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 而且!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的到苏区来营业∀。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相对落后之区,无工商业的必要基础,农业的耕

种还是老的方法,无科学的技术基础∀ # ,而且!自给经济尚未建立∀ ∃ ,日用品主要依靠外来的输入。

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形势稳定, !机关学校扩大,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对商业的

需求成为边区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苏维埃政府积极恢复与开设农村集市,促进物资交流。处

于边区南梁区的荔原堡集市开放后,对合水、西化池一带接近苏区的商贩采取欢迎态度, 集市上出

现了从白区运来的白布、蓝布、纸张、油墨、盐等货物。同时,边区的牲畜也开始恢复对外销售。中

共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非常重视集市的商业活动, 首先恢复了志丹原来荒废的市集,对商人不收任

何捐税,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众的信任,各地商人闻讯不断涌来,私营商业发展欣欣向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全面的民族战争,争取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求得中

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国共产党于 1937年 8月 25日, 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确定了 !整顿

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 −−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的边区经济政策。9月,陕甘宁边

区政府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私人经营商业, 奖励区外商人来边区经商

的政策,以发展边区商业,积蓄抗日力量。1939年 1月在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的决议中,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 以利商业发展∀∋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2月,

在延安市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在)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中提出了: !欢迎全国工商业家到

边区来投资,开展边区的国防经济建设。∀ .同年 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再次
明文规定了!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 /的政策。为了有效的保障私营商业的发展, 边区

政府首先正确的处理劳资关系,一方面维护资方的正当利益,一方面逐步提高店员的政治地位,增

加工资待遇。其次, 取消了资本家正当经营的各种限制,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商人负担。再次,妥善

安置返回边区的商民,帮助他们恢复营业, !对小本赢利之商户, 均呈请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借贷,由

其按期摊还∀ 0,同时积极鼓励商民到偏僻地区开设商业网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出入口贸易又处在绝对自由状态∀ ,边区!商道畅通, 金融基本

稳定,商人负担极轻∀  的商业发展环境,为私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前停了业
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边区!新增加的商店约一千以上, 尤以延安−−增加更多∀。! 到 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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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 , 1935年 12月 1日(另据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 (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79页)。

李富春:)生产运动∗ ,)新中华报∗1939年 3月 3日,第 1版。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 1948年 2月,)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第 20页。

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 , 1945年 1月, )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第 297页。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1937年 8月 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29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辑,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54页。

)解放∗ , 1939年 2月第 65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87页。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文献卷∗ (下 ) ,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53页。

)本市新市场 展期开幕∗ ,)新中华报∗1939年 6月 13日,第 3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20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87页。

林伯渠:)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 1939年 1月 17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

献汇辑∗ ,科学出版社 1958年版,第 21页。



随着边区人口的骤增,消费量增多,城镇的购买力日见提高,处在边区以外的,如榆林、山西、河南等

地的商人,纷纷来边区经商,他们带来布匹、纸张及其他日用品, 贩回食盐、皮毛等边区土特产,获利

甚巨。一些外地商人还同边区商人合伙,或者自立门户单独经营。私营商业的发展,推进了边区经

济的繁荣,处在边区中心的延安成为最大的商业聚集地。

私营商业的发展趋势迅猛。以延安为例, 1936年有私营商店 168家, 1937年增加 36 家, 1938

年和 1939年平均增加 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已达297家。 商店数量的增多,促进了新的

市集建立。延安市政府筹建了南北两个新市场, !延安周边的安塞、定边、保安、曲子、新正、淳耀、宁
县−−也建立了 30多个新市集∀。# 在关中分区, 从 1937到 1939两年内就建立了十几个集市,其

中最大的马家堡集市, !每集参加者多达两千余人,上市的商品有羊绒、毛皮、棉花、土布、烟叶、药材

等农副产品;牛、驴、铁木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洋布、燃料、肥皂、针线等生活用品。由于不纳税,交

易便利−−吸引了友区民众及商人也纷纷赶来参加交易∀。∃ 随着私营商店的增加, 商业资本也大

幅度增长,边区开始出现了一些大商号和大型的私营!过载栈∀%,他们(如延安市的德盛玉京货庄、

玉合祥货庄、山西十大家等) !拥有资金十万至百万左右:三边、三原、西安、天水等地, 都设有分号,

在西北他们像是结成了一张脉络的网, 来吸引着徜徉在市场上的资本的血流∀。&

私营商业的繁荣, !对工人的需要逐日增加,所以不仅在基本上消减了工人失业的根据,而且工

人的工资也增加了∀。∋ 与革命前相比,工人平均工资增加了 15%- 20%。

(二)中小私营商户迅速崛起( 1941- 1942年)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施了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恢复中的边区经济发展

遭到了严重困难。尽管 1941年初边区政府提出了!对外调剂, 对内自由∀方针, 但对外贸易已经变

得非常困难。!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枪杀行商, 扣押运货商民,对过往行商、运货脚夫, 轻则扣押,重则

枪杀∀。. 而且, !国民党封锁部队还经常制造谣言, 恶意中伤边区政府, 阻挡商民前来边区经商∀。/

鉴于此,出入边区从事长途贩运的商民,畏于路途风险而裹足不前;边区私营商业中的大商户,几乎

都是经营出、入口贸易的京货商和与过往行商有密切关系的栈行, 且大都是外籍客商,在国民党统

治区都有自己的商业据点或分店,也因运输成本剧增, 亏赔不起, 于是关门歇业, 将资本转移到区

外。如延安山西籍的!十大家∀大商户先后将资本转向西安, 米脂的大商户将资金转移到三原、榆

林,庆阳走了 20余家大商户, 富县的大商号也因资金缺乏,货源不足而关门出走, 边区私营商业中

的大商户急骤衰落。0

私营大商户的出走或停业,给小商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他们一方面根据政府提出的!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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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 1948年 2月,)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第 20页。

李富春:)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 , 1940年 2月 18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89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90- 91页。

过载栈:是为边区之外的客商与脚户提供吃住和销售货物的地方。在当时的边区, 按经营方式与资本活动分类, 过载栈可分

为三类:一类是主要靠批发商品及向边区以外进行商业活动,市场活动能力很强;一类是边批发商品边买饭,但经营商业的规

模较小;一类是专靠买饭,就是小的过载栈。在当时边区商业的繁荣时期,仅延安市内就有 18家过载栈,比较大的过载栈就有

5家,总资本在 70万元以上,占延安市商业资本相当大的比重。参见刘潜:)延安私营过载栈∗ ,)解放日报∗1941年 10月 9日,

第 4版。

)新市场小影∗ ,)新中华报∗1941年 1月 9日,第 4版。

林伯渠:)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 1月 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 23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205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206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222页。



业生产与商业流通, 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  和较轻的征税 #

等优惠政策,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正如一位商民讲到: !说老实话, 边区的税比外边少而且轻,这

是在外边做过生意的人所真正感到的。∀ ∃另一方面, 由于公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成熟和货源

不足,在边区货源缺乏、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小商人依靠其分散活动的能力进行商业经营。例如,

边区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 农具的需求也推进了铁匠铺生意的兴旺,延安铁匠铺由过去的六

家,变成了!现在的三十多家, −−已经成为铁匠工业区∀。% 新市场出现了!铁匠日夜赶制农具∀ &

的场景。所有这些, 都促发了中小私营商业得以更加迅速发展,仅延安市商户就从 1940 年的 297

家,增至 1942年的 370家,两年内增加了 80多家。绥德市也在两年内增加了中小商户 27家。∋

中小商户的快速发展尽管存在很多管理方面的漏洞,造成了边区的金融物价波动,但它的发展

为沟通边区物资交流、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增加边区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仅 1941年延安商会

就!购买救国公债 104000元; 募集教育经费 4500元;运公盐 45驮(每驮 150斤,按 200元计算) ,已

完成 9000元;缴纳营业税 19万元∀。.

(三)大商户的减少和中小商户的继续发展( 1943- 1945年)

边区的私营商业尽管经历了边区一度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边区政府对商业发展的重视使其一

直处于发展中。1943年与 1942 年相比, 延安私营商户增加了 85家, 绥德增加了 71 家, 定边、靖

边、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户也有大幅度的增加。但实际上,由于边区政府管理的加强,统制了有

些出口的东西, 公营资本逐渐增大, 再加上陕甘宁边区! 内部市场上反对垄断, 扶助中小商人∀ /,

!原来做出口贸易的大商人便走了∀, !中小商人大大地发展∀ 0起来。集市贸易成为中小型私营商

业最典型的表现,延安、关中、陇东等地的每逢集日,商贩流动,百货云集。合水、西化池作为商业的

繁荣地,逢集的日子, !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 人群塞满了街道, 潮水般的涌来涌

去。商店的伙计忙得连烟都顾不上抽∀。 中小型商户的发展,成为边区私营商业的核心力量。

为了有效的对发展起来的中小私营商户进行领导与管理,从 1941年到 1943年,边区政府开始

有计划的步步深入, 对商户的经营和商会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私营商业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获得了健康发展, 到 1944年, !延安市有私营商店 473 家, 资本达 22 亿元, 比 1942年增加 103

家,资本增加了 15倍。同年绥德市的私营商店 184家,比 1942年增加 73家。其他如定边、靖边、

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业这两年也有很大发展。−−上述四个县共有私营商户 486家,拥有资本

12914万元, 比 1942年增加 15. 2倍∀。 边区政府通过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管理和领导, 使私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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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 5月 1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文献卷∗ (下) ,第 77页。

1939年底,边区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边区征收农业税与商业税的决

议∗ ,提出在边区征收累进的农业税和商业税, 1941年 1月 1日起,开征营业税,扩大了货物税税目。但与农民相比,商人的税

收比例很小,负担也很轻,农民的税收负担率当时是 25% ,而中等商号的负担率只有 12% ( 参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
政经济史稿∗ ,第 222页)。在同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中等商号的税收负担率达到 24%左右(参见晋察冀边区所得税暂行办法

( 1939年 9月)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 230页)。

王富才:)一个商民的意见∗ ,)解放日报∗1941年 10月 28日,第 4版。

狄艾曾:)延市铁匠∗ ,)解放日报∗1942年 9月 11日,第 2版。

)新市场铁匠日夜赶制农具∗ ,)解放日报∗1942年 3月 3日,第 4版。

数字据)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第 24页、299页编成。

)延安市商会开会员大会:营业税决月中交清∗ ,)解放日报∗1941年 12月 12日,第 4版。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 , 1947年 5月,)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第 296页。

陈云著:)陈云文集∗ ( 1935- 1949)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96页。

平野:)西化池繁荣了∗ ,)解放日报∗1943年 4月 27日,第 2版。

)延安市公私商店调查登记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第 430- 431页。



发展纳入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轨道之上。

二 私营商业的地区分布、发展比重和业务性质变化

(一)私营商业的地区分布

私营商业在边区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交通方便的较大城市,即区间贸易口岸私营商业

的恢复发展迅速;小城镇,尤其是边远地区商业仍不发达,偏僻的农村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

立集市都是困难的∀。 在边区,商业发展的繁荣地带主要集中在延安、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人

口稠密和交通便利的稳定区域。以延安为例, 1938年延安的商路已是四通八达,东出清涧、绥德直

至山西的碛口, 南经西安、河南可达汉口,西至陇东、北出定边可致宁夏、包头。1940年延安市私营

商店已接近 300家, 在南门外的一条两里多长的山沟里, 开始搭棚子、砌砖窑、起石屋,昔日的黄山

沟变成了生意兴隆的!延安新市场∀。经营的商品真可谓多种多样,如棉花、布匹、肥皂、染料等日用

百货;铁木农具、锅、碗等杂货;食盐、木材、药材、皮毛等土特产; 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以及香皂、香

粉、烟酒之类的奢侈品,香烛之类的迷信品等。

相反,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商业呈现出发展不稳定的状态, 绥德市就是一个比

较典型的地区。

表 1: 1937年- 1941年绥德市私人商业情况统计表

年份 商户数 头行户 二行户 三行户 四行户 五行户

1937 年 155 9 19 28 51 48

1938 年 118 11 9 15 38 45

1939 年 141 6 13 17 61 44

1940 上半年 73 6 8 12 29 18

1940 下半年 146 4 10 16 65 51

1941 年 125 4 9 13 51 48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 )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 1948 年 2月 ,)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 编, 陕

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1 页。(注, 行户的排名是根据商户每年生意大小定位为: 头行、二行、三行、四行、五

行五个等级,一般年生意交易额在 10- 15 万为头行、5- 10 万为二行、2- 3 万为三行、1 万上下为四行, 低于 5 千为

五行。)

从表 1看, 绥德市私营商业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从 1937年到 1941年,商户的数量基

本处于递减状态, 1938 年比 1937 年减少了 23. 9%, 1939 年有一些增加, 但还比不上 1937 年。

1940年上半年更是减少了 52. 9% ,下半年有些增加, 但主要是小商户, 1941年也同样减少了。出

现不稳定的原因是绥德市私营商业的对外依赖性较强,同时又处在战争的交接地带,再加上本地对

外出口商品的匮乏, 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产品的存在。!与绥市相反,战前商业不甚发达的庆阳市、

西化池、富县等对外口岸,由于食盐出口却表现的蒸蒸日上∀。#

(二)私营商业在边区商业发展中的比重

私营商业的发展比重与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有着紧密联系, 其发展比重是处在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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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萎缩的发展过程, 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与公有商业的抗衡 处于劣势 辅助的演变路径。边

区商业的发展包括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抗日战争爆发前, 边区公营商业主要是依靠

合作社来经营  , 其发展规模是非常有限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私营商业在边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起来,并且拥有很强的资本,几乎垄断了整个边区市场。但是,对于公营商业来说,直到 1938年初,

边区政府才决定建立一个公营商业机构。3月 1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公营商店光华商店成立,成

为新民主主义国营商业的雏形。到 1940年, 当时最大的公营商店光华商店,已拥有资金 120万元,

!其销售价格低于一般私商 10% - 20%,在客观上起了平抑物价的作用∀。# 尽管如此, 从 1937年

到 1940年,私营商业在边区还是拥有绝对优势,如下表

表 2: 1936年- 1940年延安私营商户发展及资金分布

年度 商户总数 资本总数(元) 10 万元以上商户 5 万元以上商户 1 万元以上商户 五千元以上商户

1936 168 40000 2 5 161

1937 204 70000 7 12 185

1938 233 250000 10 18 205

1939 262 400000 2 17 29 214

1940 297 1100000 7 25 38 225

资料来源:)延安市公私商店调查登记表∗, 1944 年 &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1948

年 2 月,星光, 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94页

图表 2可以看出:直到 1940年,公营商业资本总数并没有比私营商业资本总数显示出特别优

势,私营商业在资本周转和经营规模上仍能和公营商业抗衡,而且在商户的分布和市场操作灵活性

上远大于公营商业。

但是, 1940年后, 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边区

政府直接领导和支持下, ! 1941年延安市光华商店营业总额达 8931531. 92元。获毛利 1949267. 14

元,纯益 1146098. 69元。−−资本上半年为 100万元,下半年为 60万元,平均资本 80 万元,利润

占资本 143%以上∀。∃ 在资助财政方面, ! 1941年延安光华商店整批供销公家的物资如布匹、纸

张、文具、工厂器材、化学原料等总值 7804804. 77 元∀。%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全部自给过渡,边区

政府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各机关部队也开始经营商业, 出现了公营商业单位化的

繁荣发展局面, 私营商业虽然也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但与公营商业相比,已经无法与之抗衡。

在全面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 伴随着大生产运动, 边区的农业、工

业及交通运输业都得到了不断发展。到 1944年底, !在工业方面,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

袜子、纸张、陶瓷、纸烟、蓝、铣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 同时, 政府对商业发展的强化管理,

为公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公营经济得到进一步壮大。在边区的商业资本中,公营商业

的资本已占绝对优势。! 1944年延安市 67家公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占 473家私商所拥有资本的

50%∀。在绥德分区, 1943年共有公私商店 478家,资本总数 17973万元。公商 40家,资本 11825

万元, 占 65%。私商 438家,资本 6148万元,仅占 35%。在纯利润方面, 公营商店也占压倒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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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公私商纯利共 53034万元,公商 49629万元,占 93% ,私商 3405 万元, 仅占 7%。公商的纯利

占其资本的 419% ,而私商的纯利仅占其资本的 55%, 即 7. 5与 1之比。 

私营商业数量增加但资产比重逐步缩减,一方面说明了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发展的重视,另一

方面也说明了政府发展边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私营商业商品种类、业务性质变化

边区私营商业的经营经历了从纯商业性商户到作业性商户# 的转变,商品的种类也由成品向

半成品、原料和土产品转换,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分析。

其一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而导致了外货的中断。抗战爆发前后, 由于边区轻工业生产的缺

失、商品的匮乏,商业贸易主要依赖于外来进口,而进口的多半是工业成品, 布匹与杂货, 尤其是布

匹和杂货的数量居多,同时,还进口少量的奢侈品。

1940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封锁,外来货物的进口开始出现困难, 皖南事变后, 进口货

物一度搁浅,在延安市的各个商店, !土产品慢慢代替了外货,光华皂代替了日光皂,羊毛线衣代替

了舶来品∀ ∃ ,边区生产的纸张、毛巾、牙粉、皮衣、布匹、鞋帽等则成了商店出售的主要产品。

在商业业务性质的变化上,绥德市尤其突出, 1937年全市!一般商业性生意 133 户, 工业性生

意 12户,奢侈性生意 10户∀ %,也就是在 155户商号中, 纯商业性商号 133户,占 85. 8% ,作业性商

号仅 12户,只占 7. 7% ,奢侈性商号 10户占 6. 5%, 几乎与作业性商号相等。但是 1941年边区纺

织业中心由吴堡转到了绥德,并被称为!陕北的曼彻斯特∀ & ,一些纯粹的商业性商户也开始从事棉

纺织工业。到了 1943年,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下表则反映出绥市私营商业业务性质的转

型。

表 3:绥德市 1937年- 1943年私营商户业务性质变化图

年份 商业性的生意户及所占比例 奢侈品的商业户及所占比例 工业性的生意户及所占比例 总数

1937 133( 85. 8% ) 10( 6. 5% ) 12( 7. 7% ) 155

1942 100( 73% ) 2( 1. 5%) 35( 25. 5% ) 137

1943 103( 65. 2% ) 1( 0. 7%) 54( 34. 1% ) 158

资料来源:赵艺文: )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 ,)解放日报∗1944 年 4月 29 日,第 4 版(注:图表中 1942 年 137

户中公营商店占 26 户, 1943 年 158 户公营商店占 29 户)。

图表 3说明,奢侈品和纯商业性商户正向着工业性商户,也就是作业性商户转化。不仅绥德如

此,其他地区的商业业务性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边区 1943年的统计显示, !靖边的私营商业 28

家,其中作业性的占 10. 7% ;临镇的私营商业 48家, 其中作业性的占 33. 3%; 富县的私营商业 151

家,其中作业性的占 20. 5%∀。∋ 1944年, !延安私营商业 473户, 其中作业性的占 33%∀。.

其二是边区各种工厂的建立,实现了经济的基本自给。1943年后,随着边区各种手工业、轻工

业工厂的建立, 大量商品实现了自给。边区政府在进口贸易中采取了保护政策,限制或减少一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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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进口,如下表:

表 4: 1944年几种入口工业品减少的比例(以 1943年为参照)

物品名 百分比 物品名 百分比

棉花 72% 迷信品 18. 3%

纱 62% 肥皂 0%

毛巾 18% 消耗品 20. 3%

袜子 13% 铧 79%

火柴 54% 文具纸张 21. 4%

资料来源:边区财政厅税务总局: )税收工作总结∗ , 1945 年, )史料摘编 ( 财政∗第 6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5 页

边区进口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减少, 反过来鼓励了私营商户更好对经营作业性商号。作业性商

号的增加,与边区的自给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标志着边区市场的性质正在发生着变化,

其对外依赖性逐渐减弱, 独立自主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 如绥市此时!输入的货物亦有成品的洋布
杂货,逐渐转为棉花、洋纱等原料品与半成品∀  , 由此可见,原来纯粹经销外来成品的消费性市场

已转变为以经销原料和半制成品为主并推销边区产品的半独立市场。

三 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的管理

边区政府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实现了从放任自流 管理困境 到统一领导的发展转型,

使其成为边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推进边区籍商户发展私营商业

边区政府最初对商业发展的有意识管理就是鼓励边区籍商户学习和经营商业。

外籍商户资本在边区商业史上一直占有优势。如延安在 1925年前没有一家本地籍商户,至

1925年后始有少数豪绅地主转营商业,到 1936年外籍商户还占总商户的 52%。边区政府大力扶

植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 外籍商户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但到 1940年仍占 40%。如表 5,可以反映边

区外籍私人商业比重的下降。

表 5:延安市外籍和本区商户 1936- 1940年变化表

年别 外省 各县 延安市 合计 外籍占

1936 87 49 32 168 52%

1937 94 59 51 204 46%

1938 114 55 64 233 48%

1939 117 66 79 262 44%

1940 120 99 78 297 40%

资料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 )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 1948 年 2 月,星光, 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95 页

图表 5一方面反映出经过土地革命后的边区经济在!修养民力∀方针下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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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际上在这一时期, !贸易的方针和管理是谈不到的, 对内对外贸易都是自流的∀。 另一方面,

私营商业中外籍商户占有很大的比重及外籍商户资本的集中,说明边区内外市场联系的密切。

边区政府对本籍私营商业的鼓励和支持,折射出边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一是边区商业

经济的对外依附性严重存在, !边区商业的发展必将受到外部市场兴衰变化、物价的涨落、金融的波

动,以及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极为敏感的影响∀。# 其二是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 农

业、手工业、制造业还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边区内部缺乏应有的商业必需品和支柱产品。其三是

边区在私营商业的发展上还处在管理的盲目状态,没有形成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与此联系的是, 边区私营商业分类中,京货商与过载栈特别发达, 而这些京货商大多是外籍人

经营, !过载栈也多是山西人经营的,本地人经营很少∀。∃ 同时,外籍商户的资本非常集中, 如延安

有名的山西籍!十大家∀即拥有资本 150万元至 170万元, 占 1941年延安市私商资本 710 万元的

40%。这些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发展边区籍私营商业、推进边区经济良性发展的思考。

(二)政府对私营商业管理的困境

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整个商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冲击,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边区政府

提出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力求最大限度的缓解边区经济的压力。同时, 1941 年 1月 1

日,政府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 公布商业税及货物税条例∗,明确提出: !凡在边区境内开

设商店摊栈客房旅馆等, 不论公共私人, 新开和旧开, 不论年季月或临时贸易等, 均应缴纳商业

税∀ %,税率的高低按纯收益的高低累进。但是,由于私营商业的投机性和灵活性,使中小私商户保

持着很强的发展势头。私商根据自己的经商经验和本领,利用金融物价的波动,利用和区外的广泛

联系,利用公营商业混乱状态作掩护而囤积居奇, 投机黑市,对边区金融物价造成很大的波动。

为了加强对商业的管理, 特别是私营商业的控制, 确保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平衡,边区政府提出

了!法币禁用,边币畅流∀,其目的!一是为着边区实行经济自给, 限制外货入境, 刺激边区生产;二是

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 2月份,边区政府贸易总局正式恢复,但边区政府在规定贸易局性

质上职能不明确,把贸易局即作为!政府行政部门∀, 又作为!业务∀机关。在贸易局制定的!八项任

务∀中,对于如何加强统一管理又未作任何具体规定。作为政府对外贸易的领导机关,既然没有管

理的权力, !管理贸易∀也只能是形同空文。

边区政府试图从各个方面实现对边区商业发展的控制,但实际上在市场潜在的规律面前,仅靠

行政命令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法币禁用问题上, 陈云谈到: !陕甘宁边区是处在和平的商业环

境,只有一些小摩擦,基本上是和平的, 国民党的票子不叫敌钞, 叫友钞∀, !脱离法币不行, −−因为
边币跟它交换, 和它发生关系。∀∋1941年 4月 18日,边区政府作出通知: !为使人民能便利购入必

需品−−−准许人民自有法币不经申请及检查的手续,得自由出境, 但边区内仍不准法币在市面流

通,违者处罚。∀ .

1941年 5月 1日, 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贸易工作决议∗, 决议不仅提出了反对私人资本垄断,

同时也不赞成用国家资本或权力来垄断或统制。在私营商业的管理上, 由于商业行政机构的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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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章制度本身的漏洞及执行中的不力,致使边区政府对于私营商业的管理软弱无力, 基本上处

于一种放任自由状态。在税收方面, !边区的税收工作各种制度手续等,还不够完善,办事总是慢的

很,公私商店一律照章纳税,还不是完全实行∀。 在对外贸易上, 尽管边区政府也采取了! 保护政

策,禁绝奢侈品的入口∀, !增进边区内部商品流通,满足人民日常用品需要∀ #的政策,但收效甚微。

可以说,从 1940年到 1941年,政府的贸易工作几乎处于!自由管理的彷徨∀状态,贸易政策!充分的

表现了这一思想上的犹豫∀。∃

政府对私营商业管理上的困境,客观上由于皖南事变后,边区面临经济发展的危机日重,金融

物价空前不稳, 各单位基本上都处在分散经营,自产自给,解决吃饭及工作日用必需品。私营商业

尽管存在着投机买卖、囤积居奇,甚至走私敌货、贩卖毒品的现象,但对于缓和边区所需还是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主观上由于部分同志对于急剧变化的形势缺乏思想准备, 他们满足于分散经营解决

了局部困难,反对进行统一管理, !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完全采取放任态度∀。% !不主张在商业方

面发展国家资本商业,使它在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上起主导作用∀。& 正是这些原因, 边区政府在

私营商业问题上!想管理而又怕管理,决定管理又管理不了∀。∋

(三)成立物资局,统一领导私营商业

1942年后,边区政府在商业的管理上不断总结经验, 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

方面强化了政府监控力度。如:针对烟草进口对边区民生的影响, 1942年 1月 14 日, 政府命令:

!纸烟一项,并非生活必需的用品, 对于身体既没益处,对于金钱却是很大的消耗, −−影响民生经
济,实在非常重大。−−自一月十五日起,任何种类纸烟,除过境者外,一律禁止入境。∀ .这一政策

一直到 1943年 7月才取消,后来, 政府又在 1944年 2月 8日再次禁绝外来纸烟进口。

1943年 2月 3日,边区政府第四十次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组织暂行规程∗,并宣

布正式成立物资局。物资局归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但其行政上仍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是边区政府

的职能部门。物资局总局设在延安,各地原贸易局分局、支局改为物资分局、支局。)陕甘宁边区物

资局组织暂行规程∗明确规定,边区物资局统一管理边区出入贸易、物资、物价, 其任务是:统一管理

与加强出入口贸易; 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协助财政保证实物供给;加强管理物资与商业;辅助国民经

济的发展。/ 同时,还明确了物资局的职权范围,强化了对边区商业的有效管理。

物资局成立后, 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 加强了对商业, 特别是私营商业的统一领导

和管理工作。同时, 着手整顿公私商业, 加强对边区市场的管理。1943年, 边区物资局制定了)陕

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根据边区实际所需,把进出口货物分为允许、特

许、禁止三种 0,并报陕甘宁政府批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必须与非必须

之进出口货物也作了具体调整。

在私营商业的整顿上,主要是整顿商会组织。1943年,边区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造,在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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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改组了商会委员会,增加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店员的名额。如延安商会 1943年的改组:

表 6: 1943年延安市商会组织改组后的人员、阶级、党派、职别一览表

姓名 王克温 张坚中 孙永福 井泉旺 阎静安 赵占秀 郝作民 周鸿温 乔松林 高相传 雷银城 杨玉山

阶级 大商 工联会 中商 中商 中商 小商 工人 中商 中商 小商 工人 大商

党派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职别 会长 付会长 付会长
调查

委员

调查

委员

教育

委员

教育

委员
委员 委员

卫生

委员

卫生

委员

总务

委员

资料来源:延安市政府: )延安市商业调查∗ ,)史料摘编( 商业贸易∗第 4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92

页

改组后的延安商会, 选出的 12名委员中,店员 2名,中小商人委员 7名,占绝对多数,大商仅占

2名,工联会以集体会员资格参加商会工作,并担任副会长。12名委员中, 中共党员占 7名,商会改

组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商会组织的领导。在商会的性质问题上,边区政府对其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指出了商会!实际上应该是商人职业性的群众团体,它不能代替政府行政, 同时,政府也须要尊重它

的独立性∀。!商会的工作应该照顾注意到人数最多, 如小商、店员、手工业者等基本群众的利

益∀。 1944年,边区政府制定了商会组织条例,各地政府先后根据这个条例组织商会, 以大、中、小

商人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吸收中小商人参加商会的执委会,纠正了大商人包揽一切的现象,使商

会成了各界商人的群众组织。

经过整顿的边区商会组织,响应政府的号召, 接近了群众,发扬民主、分摊负担的商户都较以前

进步。在调剂物资、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商会的领导下, 私营商业人员还兴

办了大量公益事业, 如创办民办学校,兴建厕所, 修筑道路等。私营商业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为

活跃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执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来说, 制定和颁布有利于私营商

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并通过实际操作有效帮助私营商业发展, 恢复边区商业繁荣,是中共对执政

边区发展私营经济的尝试。在对私营商业发展的引导、管理和制度安排上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对经营私营商业的历史选择,反映了边区政府在实践中对面临的每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及中共领

导私营商业发展的强烈社会主义意识。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兴存考析,可

以作出一个结论:私营商业的发展从边区一种生存的自发需要转而寄系出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思考。尽管其一直处于旺盛的发展状态,然而,它无法摆脱经济发展辅助地位的历史命

运。私营商业的不平衡分布、作业性商业的逐步扩大、大商户的消退和中小商户的崛起成为中国革

命年代根据地私营商业发展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 边区私营商业在公有制精神的感召下最终踏

上行政化的轨道,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给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作者魏建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高尚斌,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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